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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与特需幼儿同班模式获家长认可
学前中心开班后报名超额
合办机构AWWA执行总监黄振令表示，他们对于
这类教育模式有信心，但起初不确定家长会有什么
反应，幸好许多家长都不认为让孩子和有特别需要
的孩子一起学习，会拖慢孩子的学习进度。
邓华贵

报道

thwakwee@sph.com.sg
本地首个让普通孩童和残障孩
童在同个屋檐下学习的学前教育中
心Kindle Garden，今年1月正式开
班，家长反应热烈，短短三个月内
申请人数就超出学额。
中心目前有75个学额，其中20
个保留给明年升上幼儿园二年级的
学生，因此仅开放55个学额给家长
报名。自去年11月开放报名以来，
Kindle Garden已分批接收36名幼
儿，其中五名为有特别需要儿童。
由于幼儿园将普通孩童对残障
孩童的比例设定为七对三，申请报
读的普通孩童等候名单上有25人，
有特别需要的儿童则多达100人。
然而基于资源有限，中心短期内不
会增设学额或扩建。
位于红山麟谷峇鲁（Lengkok

Bahru）的Kindle Garden，是连氏基
金会、非盈利组织AWWA与新加坡
协助残障者自立局（SG Enable）联
手开办的学前教育中心，获得连氏
基金会360万元资助。这所幼儿园
的特点，在于让有特别需要的孩子
和其他孩童在一起学习，打造一个
以价值观为导向，不歧视任何群体
及具包容性的教育环境。
配合第一学期的结束，媒体昨
天受邀参观中心设施，在校长辜丽
娜的带领下，观察幼儿园如何以融
合的方式为所有孩童提供教育。
目前，中心内五名有特别需要
的孩童患有自闭症、整体发展迟缓
或唐氏综合征。辜丽娜强调，中心
采取“一视同仁”的做法，以划一
方式教育孩子，不会给予残障孩童
特别关注或将他们隔离开来。
幼儿园内的师生比例依据年
龄而定，如18个月至三岁的孩童当

学前教育中心Kindle Garden的各种设施经过特别设计，确保照顾到所有孩童的不同需要。（林泽锐摄）
中，有一名教师对四名学生；三岁
至六岁孩童当中，则有一名教师对
10名学生。
中心内各种设施也经过特别设

男子涉性侵及要多名少年自拍猥亵录像
控方要求展期再审获准
傅丽云

报道

pohlh@sph.com.sg
青年涉嫌性侵三名10岁到13岁
男生，并指示另七名10岁到15岁男
生作出猥亵行为，自拍他们下体的
照片和手淫录像片段，再传送给
他，涉案男生多达10人。案件原订
昨天在高庭审理，但控方有课题待
解决，要求法官展期，结果获准择
日再审。
被告吴俊源（27岁），事发时
是行政助理，曾在购物中心的游戏
机中心工作数个月。
他是在去年7月被控30项控
状，指他从2012年至2014年，涉嫌
为三名男生口交、要男生自拍猥亵
照和录像片段，而他也把自拍的猥
亵照和录像片段发给男生。
除了11项性侵14岁以下者、三
项传送猥亵照片和录像片段，及一
项拥有三个猥亵录像片段而触犯影
片法令的罪状，他也面对15项要男
生作出猥亵行为而抵触儿童与青少
年法令的罪状。

计，如地上铺有一条质感不同的走
道，方便将来若有视障孩童入学，
可沿着走道找寻方向。幼儿园内的
秋千等游乐设施，也适合体障孩童

倒车失控撞死老妇
黄小芳

案发地点在裕廊西公共图书
馆、先驱广场（Pioneer Mall）和裕
廊坊（Jurong Point）的男厕，以及
被告位于裕廊西71街的组屋住家。

可能须进行“纽顿聆讯”
厘清被告精神状况
主控官郑美文副检察司，昨天
下午向高庭法官吴必理说，鉴于控
辩双方的精神科医生对被告的病况
持不同看法，本案可能须进行“纽
顿聆讯”（Newton hearing），来厘
清被告的精神状况。
另外，被告面对的性侵罪，与
过去三个，包括马来西亚籍工程师
叶荣华的案件相同，但那些案件的
判刑都不同。主控官说，其中一起
已提出上诉，有待终审法院审理。
控方因此也须等待终审法院的裁
决，厘清判刑指标。
所谓“纽顿聆讯”，是当辩方
不同意某个事实，而该事实对判刑
具有影响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法
庭就会展开聆讯，再根据双方的证
据裁定该事实的真相。
以本案来看，被告已认罪，但
双方需聆讯以厘清他的精神状况。

性侵14岁以下者，可判坐牢最
长20年，另可加罚款或鞭刑。要男
生作出猥亵行为，可判坐牢最长五
年，罚款最高一万元，或两者兼施。
传送21岁以下者的猥亵照或录
像片段，可判坐牢最长一年，或罚
款，或两者兼施。抵触犯影片法令
则可判坐牢最长六个月，或罚款最
高两万元，或两者兼施。
去年3月，来自马来西亚怡保
的工程师叶荣华（33岁），因为在
两年半内性侵30名未成年男生，被
高庭判坐牢30年兼最高24下鞭刑。
由于受害人数之多历来罕见，
高庭吴必理法官当时形容叶荣华的
罪行是“针对青春期男生最严重的
性侵案”。
被告是在2009年至2012年
犯案，他先通过面簿，以“哥
哥”“导师”或“校友”自居，跟
受害男生交朋友。在取得男生信任
后，以送礼、提供健身贴士等为
饵，约见男生，然后在住家和多个
地点性侵他们。他的电脑和手机收
录了2218个录像片段，每一个都系
统化地标上男生名字、见面日期和
地点。（人名译音）

使用。
AWWA执行总监黄振令透露，
原本担心本地家长是否能接受这类
教育环境，但家长的热烈反应，让

他看到新加坡正趋向于更具包容性
的社会。
黄振令说：“我们对于这类教
育模式有信心，但起初不确定家长
会有什么反应。幸好许多家长都不
认为让孩子和有特别需要孩子一起
学习，会拖慢孩子的学习进度。我
们观察到社会在改变，越来越多人
对弱势群体更具关怀和包容性。”
唐永泉（40岁，资讯科技经
理）就选择为近两岁大的儿子报读
Kindle Garden。他认为：“让孩子
从小就接触有特别需要的孩童，能
让他学会不歧视任何群体，成为一
个更有爱心的人。”
陈湘宜（40岁，公务员）育有
三名孩子，其中四岁儿子和两岁
女儿都就读于Kindle Garden。她透
露，儿子疑似患有自闭症，虽未确
诊，但希望孩子通过与来自不同背
景的孩童接触，性格能变得较外
向。
她说：“短短三个月内，我们
已观察到孩子的情况有进步。以前
他不爱说话，现在比较善于表达情
绪，也会自己上厕所。希望他将来
能和其他孩童一样，到普通小学念
书。”

德士司机遭暂停职务

报道

xfhuang@sph.com.sg
一辆德士前天在勿洛停车场失
控，撞毁五辆车子，并导致一名老
妇死亡，德士公司康福德高已暂停
肇祸司机的职务。
这起事故发生在前天下午3时
46分左右，地点是勿洛北2街第123
座组屋咖啡店后方，靠近露天停车
场。
77岁老妇傅亚银事发时在停车
场附近拾纸皮，不料一辆德士突
然倒退，冲过路堤把她撞倒。据了
解，车子过后失控前后移动，二度
撞向傅亚银，导致她当场丧命。
德士也在事故中撞毁停放在停
车场的一辆轿车、一辆罗厘和三辆
货车。
傅亚银的弟弟（62岁，行政人
员）昨早在殓尸房受访时指出，傅
亚银独自住在事发地点附近，几乎
每天下午都会到第123座组屋的咖
啡店吃午餐。
她生前是兼职清洁工，偶尔看
到纸皮或可回收物品，也会拾荒打
发时间。
傅亚银的弟弟说：“姐姐不缺
钱，除了兼职的薪水，我每周也会

一辆德士前天在勿洛停车场倒退时失控，导致77岁老妇傅亚银当场死
亡，也撞毁停放在旁的五辆车子。 （新明日报）
给她生活费。家人都很担心她一个
人在外，多次劝她不要拾荒，但她
觉得呆在家里太无聊，所以不听劝
告。没想到这次真的出事。”
警方受询时说，该局已在疏忽
导致他人死亡的罪名下逮捕64岁的
德士司机，案件仍在调查中。
德士公司康福德高集团联络总
监陈爱玲受询时说：“公司对此事
故致以万分歉意。我们正在联系傅

亚银的家人，希望竭尽所能给予援
助。公司已暂停这名德士司机的职
务，等待交警的调查结果。”
傅亚银的弟弟说：“家人都了
解这是起不幸的意外，司机无意造
成事故，我们不会责怪德士公司或
司机。”
傅亚银的灵堂设于勿洛北2街
第120座组屋底层，周日出殡。

今年最年轻获奖爱心教师
手机设群组促进家长学生感情

雀巢本地设研究中心
开发促进年长者健康产品

苏德铭

黎远漪

报道

tohtm@sph.com.sg
一般人的观念是：教师联系家
长就是要“投诉”学生的不是。因
此，当基督堂中学的华文教师李涵
为她中三级任班的家长建了一个
WhatsApp群时，班上学生都非常
反感。
不过学生后来发现，李涵（29
岁）与家长的频密联系不是打小
报告，反而是在家长面前为他们
说话，让家长多体谅孩子。与此同
时，李涵也会把家长的心声转告学
生，让学生与家长相互了解，促进
双方的感情。
去年的毕业典礼上，李涵更安
排了学生和家长互送礼物，表达对

看到学生与家长一起合作求
进步，亲子关系日益改善，
这就是我最大的收获。
——“爱心教师奖”
国家级得奖者李涵
彼此的关爱与感激，场面温馨感
人。
李涵也通过WhatsApp群让家
长多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让他们
在必要时多督促孩子，并在孩子成
绩进步时给予勉励。
虽然身边常有人质疑李涵的做
法，认为她没有必要花那么多时间
与心思在学生和家长间周旋，但李
涵认为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执教五年的华文教师李涵与学生家长密切合作，在督促学生学习的当
儿，也促进了家长与他们孩子的感情。她所付出的努力让她成为今年
“爱心教师奖”四名国家级得奖者之一。（蔡婉婷摄）

她坚信，孩子的成长与学习过
程中，家长的关爱和引导是关键
的，而她希望可以成为他们之间的
“桥梁”。“看到学生与家长一起
合作求进步，亲子关系日益改善，
这就是我最大的收获。”
李涵为学生及他们家长付出的
努力，让执教五年的她成为今年
“爱心教师奖”四名国家级得奖者
之一，也是当中最年轻的得奖者。

今年共14名教师获嘉奖
两年一度的爱心教师奖得奖
名单昨天出炉。国家级得奖者另
外三人是崇正小学的海达（Noor
Haida，52岁）、育能小学的傅瑞
兰（57岁），和星烁初级学院的善
达（Santha，35岁）。另外，今年
也有10名教师获颁表彰奖。
这14名教师昨天从颁奖嘉宾教
育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政务次长
费绍尔博士手中接获奖章。
费绍尔在颁奖仪式上致辞时
说，灌输学生正确的价值观，确保
他们无论在家中、学校，或将来在
职场和社区都能做出正确判断，是
我国未来发展的关键之一。
他指出，教育是我国社会的基
石，扶持着年轻一代的身心发展和
道德培育。他强调，有爱心的教师
能与学生建立相互关爱与尊重的关
系，这将为我国的教育增值。
他表扬获奖教师：“他们不只
是学生优秀的楷模，也是启发与激
励了教育界同仁及下一代的新教
师。”
迈入第11届的爱心教师奖由国
立教育学院与埃克森美孚亚太区
公司（ExxonMobil Asia Pacific）联
办，获教育部支持，今年共收到来
自234所学校的1100多份提名。

报道

yuanyi@sph.com.sg
瑞士食品厂商雀巢公司在本地
设立雀巢研究中心，进一步与新加
坡科技研究局合作，通过展开各种
与营养相关的研究，开发能强化年
长者健康的产品，让他们能安享晚
年生活。
雀巢研究中心（Nestle Research Centre）设在启奥生物医药
园（Biopolis）内，中心负责人法
布瑞丘·奥瑞格尼博士（Fabrizio
Agrigoni）计划在未来三年到五
年，带领包括他在内的25人团队，
展开一系列与银发族营养保健相关
研究。
亚洲不少国家都面对人口老龄
化问题，联合国人口司的数据显
示，到了2050年，亚洲的年长者人
数将达12亿人。在本地，去年每八
人中就有一人在65岁及以上，到了
2030年，这个比例会进一步缩至每
四人中就有一人在65岁及以上。
有鉴于亚洲社会逐渐老龄化，
雀巢首席技术官斯蒂芬·凯茨凯斯
博士（Stefan Catsicas）受访时说：
“中心的研究策略是探讨食物营养
的重要性，从而了解适当、合适的
营养成分能如何避免年长者患病，
如何助他们即使年迈，仍能活得健
康，维持一定的生活品质。”

多元种族社会使研究结果
适用于大部分亚洲国家
他说：“一开始，我们会着重
探讨哪些营养能助年长者维持强壮
的体魄，让他们拥有健康的关节、
肌肉，强化他们的免疫系统等，未
来我们也会针对年长者的认知能力
等展开营养相关的研发，希望能减

缓他们的认知能力衰退。”
雀巢公司决定将研究中心总
部设在新加坡，主要的考量在于
充分利用新加坡在生物医疗研究
方面的能力，以及过往与新科研
（A * STAR）建立起的策略创新伙
伴关系与合作平台。此外，新加坡
汇集四大种族这一特点，也是吸引
雀巢视新加坡为亚洲银发族营养保
健研究总部的因素之一。
新科研主席林泉宝认为，我国
聚集四大种族，使得在这里完成的
研究适用于不少亚洲国家，甚至是
亚洲以外的国家。
他受访时说：“避免年长者患
上疾病，吃得健康也是相当重要的
一环，我相信雀巢研究中心的设
立，与新科研的进一步合作都对新
加坡有益，也对雀巢营养研发有
利。”
林泉宝也透露，本地已展
开的一些大型研究项目，如名
为“S-PRESTO”（Singapore
PREconception Study of long-Term
maternal and child Outcomes）的母
婴长期研究、名为“在新加坡健康
成长”的大型长期追踪研究，以及
SG90长寿定群追踪研究等，都为
雀巢研究中心提供卓越的平台，让
中心能善用这些研究项目，展开银
发族营养保健相关的研究。
目前，雀巢研究中心、新科研
属下的新加坡免疫学联网、新加坡
国立大学与法国药剂公司赛诺菲巴
斯德（Sanofi Pasteur）已着手进行
一项合作，即针对一项现有的年长
者疫苗研究项目进行深入探讨，希
望能了解年长者所摄取的营养与他
们的生活习惯会如何影响免疫力，
从而推出合适的营养产品提升年长
者的免疫力。

